
“十三五”期间，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
国家彩票公益金贫困大病患儿救
助项目(以下简称“彩票公益金项
目”)累计使用10亿元彩票公益
金，救助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大病患儿35227名，其中救助白
血病患儿25422名，救助先心病患
儿9805名。

2005年6月，中国红基会开始
实施以救助贫困大病患儿为主要
内容的“红十字天使计划”。该计
划实施之初，设立了救助贫困白

血病儿童的“小天使基金”和救助
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天使
阳光基金”。这两个项目于2009
年、2011年先后被纳入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资助范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白血病
救助项目，资助对象为0-14周岁
患有白血病的中国籍贫困家庭儿
童，资助标准为3万-5万元。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先心病救助项
目，资助对象为0-14周岁患有先
心病且需要手术治疗的中国籍贫
困家庭儿童，资助标准为5000元
至3万元。

据2016年财政部《关于批复
“十三五”期间安排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红十字事业项目的通
知》(财社〔2016〕205号)，“十三五”
期间，彩票公益金安排10亿元预
算用于支持中国红基会贫困白血
病及先心病患儿救助。

截至2020年9月25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十三五”期间申请的
10亿元项目资金已经全部执行完
毕。从“十三五”期间救助成果看，
彩票公益金项目累计救助了
35227名贫困大病患儿。

在“十三五”期间，彩票公益

金贫困先心病患儿救助项目持续
积极开展筛查，通过邀约定点医
院筛查和鼓励定点医院省内自主
筛查“双模式”，主动深入贫困偏
远地区，有效扩大患儿受益面，提
升救治效率。截至目前，该项目模
式已与全国35家定点医院在17个
省(区、市)筛查了约近万名儿童，
完成手术治疗1597人，资助资金
2988.5万元。

彩票公益金项目还通过撬动
社会资源资助大病患儿。截至
2020年8月，中国红基会通过彩票
公益金项目影响力，动员社会力

量协同参与，向社会募集白血病、
先心病相关救助款物超过5000万
元；募集大病类款物超过7000万
元，救助各类大病患儿近4万名；
募集医疗救助类款物共计16 . 28
亿元。

彩票公益金项目日益成为国
家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和政府医疗
救助的有力补充。救助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各类大病儿童家庭，
切实帮助困难群体，帮助彩票公
益金提升了社会公信力，增强了
彩票公益金的社会公益性。

(来源：国家彩票)

10亿元彩票公益金
“十三五”期间救助35227名贫困大病儿童

刮刮乐新票“六福喜事”以喜庆的
大红色为主，配以活泼的黄色，版面中
间有一个大大的“6”，被六种字体的“福
气”环绕，完整地体现了“六福”——— 长
寿、富裕、康宁、美德、和合、子孝。

该彩票面值20元，头奖100万元，奖
级 1 1级，返奖率 6 5 . 0 0 %，中奖面
36.36%。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
一个“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
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
金；如果刮出“ ”图符，即可获得100
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在这个万物萌新、春风拂面的好时
节，快走进身边的投注站，一起纳福迎
春吧！ (刘畅)

最高奖金100万刮刮乐新票

“六福喜事”上市 3月28日晚，福彩双色球游戏
进行了第2021032期开奖，当晚共
开 出 一 等 奖 1 2 注 ，单 注 奖 金
6977206元！我省潍坊彩友柴先生
(化姓)以机选单式的投注方式，
“无心插柳”中得其中1注一等奖。
近日，柴先生来到潍坊市福彩中
心，办理了领奖手续，讲述了自己
的中奖经历。

据了解，柴先生是一位购彩
十余年的老彩友，多年以来对福
彩双色球游戏情有独钟。大约六
年前，柴先生结识了37078106号
福彩站销售员冯帅。凭借热情周
到的服务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冯
帅很快取得了柴先生的信任，此
后两人经常一起谈彩论彩、交流
玩彩心得。柴先生说，三月对他而

言是一个繁忙的时节，为了避免
因为忙碌错过购彩，他特意在冯
帅站上预留了购彩金，如果有事
不能前往彩站，他便会提前联系
冯帅打上几张彩票。

3月28日，柴先生因为接洽客
户担心来不及购彩，便请冯帅帮
自己机选了50元的彩票，并表示
晚些时候再去取票。当晚9点半左
右，刚送走客户的柴先生正准备
洗漱休息，突然接到冯帅打来的
电话——— 机选彩票中的一注号码
中得了当期的一等奖！

领取奖金时，柴先生表示，他
准备把奖金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继续扩大规模，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让自己成为儿女心中的榜
样！ (王晓峰)

幸运彩友“无心插柳”斩获双色球697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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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德”门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孔雨童

13日，江西瑞金红黄蓝幼儿
园一名老师的行为引发了全国网
友的怒火：该老师在朋友圈发布
了让一名幼儿闻他脚的图片，并
配文“从小培养M”“已屏蔽家长
领导”。

M，英文masochism的缩写，
即性受虐者。不论这名老师是单
纯玩梗也好，还是确实存在猥亵
意图，让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闻
自己的脚，还拍图并配以如此龌
龊的文字发表，都已经击穿了作

为老师甚至为人的底线。13日晚，
微博@瑞金发布发文公布了事情
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称该涉
事员工已经被园方解聘，并处于
拘留七天的处罚，红黄蓝幼儿园
也被限期整改。

法律意义上的处理似乎暂告
一段落，有人把这件事归结为“幼
师队伍中出了败类，像每个行业
都有坏人一样”，但当我们回望这
些年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幼儿园
的类似事件，又让我们深刻认识
到，留给社会的思考还远不该止
于此。

是“教师队伍出了坏人”，还

是我们没有给孩子织出防护足够
严密的保护网？幼儿园阶段的孩
子，还根本不具备分辨是非、抵御
伤害的能力，身心也格外脆弱，这
导致很多虐童事件因为其“隐蔽
性”伤害更加肆意，事件发生后也
给孩子带来长久阴影和创伤。因
而，在此类事情发生后，拿出更好
的办法和措施才是成年人应当为
孩子做的事。

近年来，教育部门也在不断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2021年，教育部也
发布了《教育部关于成立全国师
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组建起全国
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开展
师德师风建设领域研究、咨询、指
导、服务等工作。

但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现实
问题是，相对于专业知识可以通
过考试、讲课质量这样肉眼可看
的量化标准来评价，教师的师德
师风可能更加难以评估，有些问
题往往事发后才得以暴露；因为
其难以评估，更难以跟一些奖惩
挂钩，也容易被忽视，造成师德师

风自我管理的松懈。
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师德师

风建设中，一方面可以制定出标
准清晰、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法，建
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
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工作机制；将
标准量化的师德列入职称评审的
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幼师队
伍中出现的恶劣事件，一经确认，
要有更严厉的处罚措施，如终身禁
止进入教师队伍，形成威慑。对全
社会而言，也需要形成对“教师失
德”行为形成“人人喊打”的监督环
境，让哪怕滋生在某些人心中的

“恶之花”，也绝不敢开。

查处违规药企，三五万罚款只是“挠痒痒”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财政部发布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公告，对恒瑞医药、赛
诺菲等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
罚。经查，这些药企存在虚开票
据套取资金体外使用、虚构业务
事项或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取
资金、账簿设置不规范等问题。

这则消息既令人欣慰又让
人震惊。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任
性多年的医药企业“带金销售”，
财政部没有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而是会同国家医保局展开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并在自身权限之
内对违规药企作出严厉处罚，即
便浮出水面的是医药行业里的

大牌，也没有手软。让人震惊的
是，涉事药企的违规行为太过放
肆，假开会、假调研、假出差、假推
广，造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开假
发票报账的数额动辄几百万元，
甚至高达亿元以上。而对如此严
重的弄虚作假，财政部给出的处
罚实在微不足道。公报显示，在这
次被处罚的19家药企中，12家被
罚款5万元，7家被罚款3万元。对
财大气粗的药企而言，这点儿罚
款不过是“挠痒痒”。而按照我国
现行会计法，这样的处罚似乎已
经是财政部所能给出的顶格处罚
了。

对违规药企的处罚显然不能
到此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备受诟
病的药价虚高跟臭名昭著的“带

金销售”有关。不少药企在制定药
品投标价格时，事先把给予处方
医生及有进药决策权和影响力人
士的商业贿赂计算在内，然后通
过给予回扣，谋取交易机会或者
竞争优势。而为了实施商业贿赂
并挽回行贿“损失”，这些药企便
玩起了假开会、假调研、假出差、
假推广之类的“猫腻儿”。不管咋

“玩”，所有“花费”最终都会作为
“成本”加进药价。这样一来，药价
咋能不虚高呢？

对医院与医生而言，药企的
“带金销售”就意味着“吃回扣”。
这些年来，医药回扣的存在早已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医药回扣
大行其道，不仅严重腐蚀了医疗
队伍，损害了法治的尊严，也严重

戕害了医患关系，败坏了世道人
心。也正因如此，即便是山西大同
某三甲医院医生自爆收受回扣五
十万元这样的新闻，也已很难在
许多人的心里激起多大的波澜。

为了有效平抑药价，维护患
者正当权益，为了尽快端正医疗
行业风气，改善医患关系，该是对
违规药企痛下“杀手”的时候了。

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国家药
品集中采购，以公开透明的带量
采购斩断医药领域的灰色利益链
条。从2018年底11个城市开始试
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至
今，国家已经先后组织实施了四
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实际采购量已经达
到协议采购量的2 . 4倍，极大地压

缩了药企“带金销售”的操作空
间，挤出了虚高药价中的大量

“水分”，总体节约费用超过1000
亿元。

另一方面，要在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常态化的基础上严格执
法，对违规药企追责到底、惩戒
到位。这不仅意味着，要以对医
药购销与医药代表的精准监管，
确保既定“规矩”充分落地，更意
味着财政部及国家医保局之外
的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对违规药
企及相关人员严肃问责，该追究
民事责任的追责到底，该处以刑
罚的绝不姑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对财政部“检查发现的其他违
法违规问题移交主管机关处理”
的做法充满期待

对医院与医生而言，药企的“带金销售”就意味着“吃回扣”。这些年来，医药回扣的存在早已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医药回扣大行其道，不仅严重腐蚀了医疗队伍，损害了法治的尊严，也严重戕害了医患关
系，败坏了世道人心。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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